ABC 大會主席 蘇文隆牧師/正道福音神學院實踐神學及基督徒教育教授

你來了很好！
還記得誰說過這句話嗎？這是百夫長哥尼流見到彼得時所說的第一句話，接著他說，
“現今我們都在神面前，要聽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話。”（徒 10：33）
，經過一年的籌備，開
了多次的會議，打了無數的電話，終於看到你來了，我想所有的籌備同工都會說“你來了
很好”。
今年的主題“滿有基督的身量”不僅是一個願望，而是一個實踐。怎樣才能夠達到呢？
請你參加第一堂及最後一堂的主題演講，林祥源牧師專程從聖地雅歌來傳講“主所吩咐你
的一切話”。這是一個屬靈的盛宴，你可以從不同的經歷，不同宗派的講員，得到三次專
題講座的學習，有的是系列性；如教牧，主日學師資等，有的是分題性；如聖經，倫理、
神學、生活、事工、家庭等，如果各教會能分配參加者聽不同的專題，回去後彼此分享，
那將是一個大豐收！
為什麼要費這麼大的勁，每年來辦“基督徒教育大會”呢？因為“要收的莊稼多，做工的
人少”仍然在今日存在。要怎樣塑造作工的人呢？神的話語是塑造主工人的基本途徑。可
是在不少教會裡，我們越來越守教條，而不是越來越熱誠；我們更加關心自己的利益，而
不是永恆；我們更加在乎形象的維護和管理，而不在乎耶穌的形象及身量是否成形在祂的
百姓生命中；我們熱衷於成果；卻失去了異象。我們必須記住：神呼召教會作“真理的柱
石和根基”（提前 3：15）；又呼召教會領袖們要辨明（透過抵擋錯謬）和證實（透過傳講
真理）福音（腓 1：7）
。我真誠的希望你不只從今天的學習“知道多少”，更學會實踐“做到
多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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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幾件事我們需要感恩致謝:
一. 羅省基督教會聯會(First Evangelical Church Association) 今年首度加入主辦單位，使這
次大會生色不少，盼今後有更多教會團體加入。
二. 每位執行委員及課程規劃委員義務性的全心投入，群策群力將這亮麗的節目呈現在各
位面前。
三. 羅馬的恩韵音樂事工團隊，他們帶領敬拜及專題，使我們大開眼界及聽覺，是神帶給
我們特別的禮物。
四. 義工群是大會的主幹：精彩的講員；配搭的室長；行政的同工；交通和餐飲的服務團
隊；音響的設置，沒有他們的配合及洛福教會的協助，是不可能圓滿達成。
五. 各個攤位的展出，使我們瞭解福音事工多元性及需要性，我們充實自己，是為了要服
侍他人。

明年 ABC 2014 的主題是“建立基督的身體”（弗四 12；林前十二 27）也就是當你滿有
基督的身量後，是為要建立基督的身體。請你將 2014 年 9 月 20 日保留，再次來享受屬靈
的盛宴吧。
你來了很好！讓我們一起參與南加州華人教會弟兄姐妹滿有意義的連結，使神的道日
見興旺，越發廣傳。（徒 12：24）

同為僕人的

蘇文隆 敬上
正道福音神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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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gram Quick View 課程速覽
◎標記為台語課程，為英語課程，※為粵語，其餘為華語課程。 專題與時段如有變更，以大會當日公告為準。

使基督徒品格因裝備而增質，讓眾教會事工藉交流而添力

To equip and inspire Christians for character formation and local church ministries.

-3-

主題信息 Keynote
Rev. Albert Lam, D.Min.

林祥源牧師

SESSION 1
(9:20 am -10:15 am)
使命人生的動力 (以弗所書 3：1-13 及 20-21)
1）認同感的動力
2）感恩感的動力
3）價值感的動力
4）托付感的動力
5）必勝感的動力

SESSION 2
(4:20 pm – 5:15 pm)
使命人生的突破 （使徒行傳 6：1-7 ；8：4-8 ；8：26-30）
1）立足本位：認識神在你身上的塑造與訓練
2）更新突破：接受神在你生命中開擴的工作
3）邁向萬民：回應神在此時刻向你發的呼召

Pastoral Forum 教牧講座 I
北美華人教會植堂新思維

(10:45 am – 12:00 noon) 教室: 中 200

1）教會的本質與功能
2）教會的外觀與形狀
3）植堂各方面的效益
4）植堂各方面的代價
5）建構植堂的大環境
6）引動植堂的各原因
7）北美植堂的各模式
8）植堂工作的五進程
9）用宣教思維去植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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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課程 Workshop I 簡介 10:45 AM-12:00 Noon
◎標記為台語課程，為英語課程，※為粵語，其餘為華語課程。 專題與時段如有變更，以大會當日公告為準。
課號
教室
Bible 聖經信息
B-101

西 W1

課程名稱

教會/機構

利未記中建立與神的關係

講員
正道福音神學院

課程簡介
彭怡珍 janepeng@les.edu

利未記枯燥嗎？繁多的條例細節與你無關嗎？本課程幫助你掌握利未記的內容與信息，從中
得到豐富屬靈的餵養，下次再讀利未記，將感到這是神特別給你的寶貴話語。
B-102

西 W2

靈修操練培訓

亞凱迪亞羅省基督教會

曾哲生 ctsang@csulb.edu

這課程簡介兩個古典靈修操練 - 屬靈導引(spiritual direction)和禱讀(Lectio
Divina)，對現今基督徒靈命成長的益處和對日常生活的應用，並如何在教會中推廣。
B-103

西 W3

探詢大衛屬靈領袖的質素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陈福睿 chen_free@hotmail.com

透过圣经历史事迹，探寻大卫王的属灵品格，从其内在根基和外在表现，来思想教会属灵领
袖当有的质素。
B-104

西 W4

約瑟的彩衣--職場的榮光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劉桂英
sophieliu0213@gmail.com

职场宣教并非新事。仔细研读圣经，您将看到无数穿着“彩衣”的“约瑟”们，如摩西、大
卫、保罗......。本次讲座以约瑟的故事来思想，怎样靠着神在您的职场为神绽放异彩。
Family 家庭事工
F-101

北 N2

重織愛網

康谷華人基督教會

郭恩愛 littlecolt@msn.com

關係何竟疏離，親密何竟失落...。這是現代人的痛苦，也是人際關係的困境。本著信仰的
精神，活出愛的真諦，讓你的生命重新綻放光彩。
F-102

北 N3

人生大計

格蘭岱爾羅省基督教會

熊聖華牧師
shermanhsiung@gmail.com

在豐富且多元化的 21 世紀，難免掙扎於：到底有沒有標準？看！「人生大計」的根基是在
「神的創造」與「基督的品格」。
Theology 神學話題
T-101

南 S1

從女性主義神學看基督論

平安台福基督教會

尹正光 jcyin2000@yahoo.com

從女性主義神學的角度來看耶穌基督的身份和事工，並剖析傳統基督論與女性主義神學基督
論的差異，進而解答「一位男性的救主，可以救贖女性嗎？」的疑惑。
T-102

南 S2

台福總會

◎聖餐深入淺出的探討及意涵

許輝世牧師
josuehsu@yahoo.com

聖餐是耶穌受難前所親自設立，意義深遠，隱含創世以來的奧祕；又如何將聖餐儀式及象徵
上之意義生活化皆值得一起探究。
T-103

南 S3

洛杉磯國語浸信會

聖經中對「殘障」的看法與神學

吳玲玲 linawuus@gmail.com

透過聖經人物剖析，看個性心理品質對成敗的影響，分析得失原因，處理好三重關系，在生
活中實際檢驗應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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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課程 Workshop I 簡介 10:45 AM-12:00 Noon
◎標記為台語課程，為英語課程，※為粵語，其餘為華語課程。 專題與時段如有變更，以大會當日公告為準。
課號

教室

課程名稱

教會/機構

講員

課程簡介

職場上心靈關顧 ( Care of
Souls at work place)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黃嘉瑩 shirley.batman@bankofamerica.com

Ethics 信仰與倫理
E-101

中
201

職場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多數是以”目的”為重心，因為企業是以“效率及利潤”掛帥,在
職場上若能築起心靈關顧的這一個橋樑，把基督的精神融合在職場內，以引領人追求上帝的
旨意。

E-102

中
202

親人過世者的情緒管理

唐天健
林國芬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tian-jiann@yahoo.com.tw
annacho2008@hotmail.com

介紹親人離世時，家屬失落的悲傷歷程、逝者死亡原因對家屬不同程度的衝擊及輔導者伴隨
家屬時應注意事項。
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
M-101

東 E1

主日学的定位和师资的资格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李鐵軍、蘇文隆牧師 lee_swac@yahoo.com

什么是主日学？主日学在教会中占什么样的地位？主日学的老师需要什么样的资格？欢迎
您来参加“师资的培育和发展”的第一堂课程。
M-102

東 E2

單身下一站幸福- 教會單身
事工再思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張瑜珊 dradraagape@gmail.com
馬寧 maning0111@gmail.com

你的教會是否有許多”大齡勝女”?只要清心禱告神她們就可以步入婚姻嗎?如何看待單身
者的信與性?我們可以如何與單身者同行?
M-103

東 E3

教會秘書與教牧的互動

羅省華人聖經宣道教會

殷綠婷 dadcoyan160@gmail.com

昨日的秘書、今日的傳道──結合兩個角色的經驗，嘗試為雙方建立和諧的互動關係提供一
些實際的幫助。
M-104

東 E4

團隊增值

恩雨堂聯合衛理公會

許昔富牧師 siakhu70@gmail.com

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此課程的目的是要幫助教會透過更多的瞭解個人的性格取向，進而建
立一個美好的團隊，使團隊增值。
M-105

北 N1

网絡与教會的發展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許聖揚 solomon.xu1@gmail.com

讲述网络如何应用到当前的教会，如何提升并且打破传统的教会模式，在教会的发展中起到
更大的作用。
G-101

P101
教牧
講座
Pastoral
Forum

發展健全的青年事工和成人
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
董家驊牧師 jhdoong@gmail.com
事工
透過最新的研究來了解教會中，年輕與年長世代之間的互動；並透過聖經，了解神
對兩代之間的心意，探討如何能建造一個讓兩代雙贏的具體作法。
中 200 北美華人教會植堂新思維
聖地牙哥主恩堂 林祥源牧師 pastoralam@gmail.com
西 W5

時代在變、社區在變、社群亦在變。過去成功的佈道與植堂策略在今天的處境不一定有效，
讓我們重新再思什麼是教會不變的本質，什麼是教會可變的形態，並思考能怎樣推動植堂工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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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課程 Workshop II 簡介

1:00 PM-2:45 PM

◎標記為台語課程，為英語課程，※為粵語，其餘為華語課程。 專題與時段如有變更，以大會當日公告為準。
課號
教室
Bible 聖經信息
B-201

西 W1

課程名稱

教會/機構

講員

五經中耶穌(聖子；彌賽亞)的影子 喜信基督長老教會

課程簡介
郭東緒牧師
thomastskuo@yahoo.com

耶穌只是新約的中心嗎?三位一體的上帝，早在創世之前就存在，我們應該可以在舊約當中
找到耶穌的影兒。讓我們從聖經最早的「五經」，尋找耶穌的蹤跡。
B-202

西 W2

回歸樸實服侍的屬靈意義

亞伯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

謝信中牧師 j_hsieh@yahoo.com

服侍的動力來自認識基督、親近神享受主恩。事奉神,服侍人都需要專一尋求祂的智慧、順
服真理、努力負上代價，本次課程將與學員一同探尋屬靈服侍意義。
B-203

西 W3

◎基督：滿滿的恩典與真理

台福總會

莊瑞陽 jjychuang@yahoo.com

本課程將從約翰福音 1 章和以賽亞書 53 章，一起思想神子耶穌的道成肉身、救贖主犧牲的
愛、基督的恩典、與基督同死同復活的真意義。
B-204

西 W4

被神另有任用

聖安台福基督教會

陳信宏牧師 pchen333@yahoo.com

舊約神對利未支派另有任用，這種事奉對新約基督徒在火熱事奉主時，是否也是屬於這種能
被神另有任用的事奉？
Family 家庭事工
F-201

北 N2

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
/傳愛關懷中心

幸福家庭婚姻經營原則

劉仁欽牧師
samuel.liu@fecsgv.org

幸福婚姻何處尋?什麼是"幸福"的定義?面對日益嚴峻的婚姻問題之挑戰,如何維持優質的夫
妻與親子關係呢?讓我們一同來探討!
F-202

北 N3

角聲家庭中心思泉輔導事工

※家庭暴力的預防和處理

吳子良 samng@cchcla.org

透過聖經原則學習和個案研討，幫助個人及教會領袖掌握有效方法，去預防和處理兒童及長
者虐待、夫妻爭孰等家庭暴力問題。
Theology 神學話題
T-201

南 S1

長成基督-基督徒靈修成長的途徑

聖達台福基督教會

謝建國牧師 ckshieh@yahoo.com

透過傅士德(Richard J Foster)的「一生渴慕神 Longing for God」所介紹的屬靈傳統智慧，
來學習如何效法基督，追隨基督，使我們在屬靈上得以長大成人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。
T-202

南 S2

◎十字架的奧秘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劉王仁美 jenmei_liu@yahoo.com

十字架帶來救贖，也帶來與主同死同復活的生命。關鍵在於人的順服。使我們活出「不再是
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」的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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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課程 Workshop II 簡介

1:00 PM-2:45 PM

◎標記為台語課程，為英語課程，※為粵語，其餘為華語課程。 專題與時段如有變更，以大會當日公告為準。
課號

教室

課程名稱

教會/機構

講員

課程簡介

Ethics 信仰與倫理
E-201

中 201

關顧輔導的倫理原則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林慈敏 amylin@les.edu

本課將探討符合聖經, 道德與法律的輔導原則, 包括: 保密原則與例外, 兒童遭虐通報的
法律, 輔導者能力認知與界線的處理.
E-202

中 202

後現代的門徒導師

台福總會

李輔仁牧師 AlbanyLee@efcga.org

今天有哪些可學習的對象?有道德缺陷的領袖?墮落的偶像明星?虛有其表的英雄?這世代人
需要怎樣的導師?在後現代的文化價值觀裡，基督信仰給我們怎樣的建議？
E-203

北 N1

青少年的性別認同

活現事工

葉顏瑋茵
agnesip@presencequotient.org

透過研究報告了解是否來同性基因的存在，認識性別認同背後多方面的因素，與及以聖經的
教導來關愛和服侍他們。
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
M-201

東 E1

主日學师资的發掘與培育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饒樂道、蘇文隆牧師
rau111400@yahoo.com

優良的師資是主日學成敗的關鍵。欢迎您来参加本系列专题的第二堂, 讨论如何发掘, 如何
培训以及儲備师资。
M-202

東E2

改變生命的教練指導

新生命靈糧堂

陳正榮牧師 nlccoach12@gmail.com

教練指導就是就是訓練一個人在沒有人告訴他應該如何作的情形下，自己找到成長或改變的
方法，並且帶來長久改變。
M-203

東 E3

短宣實戰法與監獄佈道

柑縣台福

莊澤豐牧師 chuang316@gmail.com

如何參與短宣，營會作法、組訓課程、關懷談道、社區講座、屬靈爭戰、音樂佈道等有效
策略。 只要你有心宣道，就幫助你美夢實現，經歷搶救靈魂，為主得人的喜樂。
M-204

東 E4

教會衝突管理

愛鄰台福

劉港木牧師
livingstone.liu@gmail.com

聖經中有愛與衝突兩條主軸交織進行著，教會也是！本課程探討如何有智慧地協商，在愛中
執行教會紀律，以及衝突過後個人與團體的醫治與復和。
M-205

南 S3

中国媒体的福音策略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刘阳 liuyang114@gmail.com

肩负文化使命的信徒，如何身在美国却进入中国公共媒体，呈现基督徒的世界观，将人的心
意夺回。
G-201

西 W5

Retaining

The Second Generation

EFC East Valley

Rev. Ted Kau rev@me.com

A Brief Biblical Foundation And A Working Model For Retain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An
Immigrant Church
P201
教牧

中 200

如何建立目標導向的教會

台福總會

陳敏欽牧師 pchen@efcga.org

講座

牧會需要方法。這專題研討建立目標導向教會的聖經根基，實際步驟，含括內容，及親身經

Pastoral
Forum

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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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課程 Workshop III 簡介

2:30 PM-3:45 PM

◎標記為台語課程，為英語課程，※為粵語，其餘為華語課程。 專題與時段如有變更，以大會當日公告為準。
課號

教室

課程名稱

教會/機構

講員

課程簡介

Bible 聖經信息
B-301

西 W1

男女有別：箴言與雅歌對應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謝挺 Chloesun@les.edu

透過比較箴言與雅歌的寫作方式，角度，與對象來認識男女之間的差異，應用在教導男女不
同的策略上。
B-302

西 W2

聆聽神－辨別神的聲音

羅省教會聯會

劉鳳 june.liu@feca.org

建基聖經，並參考《Listening to God 躍入汪洋大海中──聽主微聲的藝術；與 (Listening to
God in Times of Choice 聽主微聲‧明主心意，來學習怎樣聽辨別神的聲音。
B-303

西 W3

◎獻祭的羔羊

(賽 52-53)

恩惠長老教會

蘇森源牧師 senyuansu@gmail.com

耶穌是替罪的羔羊，我們如羊走迷待拯救。祂既為我們受了咒詛，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
詛，因祂受的苦，使我們得醫治與平安。
Family 家庭事工
F-301

南 S3

自殺的防治

CCNTV

劉奇川醫師 kathy@ccntv.org

如何幫助有自殺傾嚮的家人、朋友。教會在防治上可以做什麼？
F-302

北 N2

Family Keepers
真愛家庭協會

◎真情真愛顧長輩

蘇文安牧師
andrewsu.fk@gmail.com

在廿一世紀，我們仍很有心盡孝，但因長輩的長壽及複雜的環境，成年子女面臨的挑戰既多
且大。如何建立正確的心態、觀念、策略與技巧？
F-303

北 N3

討神喜悅的酷爸與酷媽

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

陳仁玫 jennifer.lin@fecsgv.org

幫助父母親，瞭解在塑造敬虔孩子的事上所具有的關鍵角色，帶領孩子在愛中建立健康的人
格與信心。
Theology 神學話題
T-301

南 S1

從後現代亂象看耶弗他

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
Westminster

鍾李英 ying.lijones@gmail.com

透過對士師耶弗他作深入解經，剖析各事件來龍去脈和他的性格，以激勵身處後現代亂象中
的信徒，致力在基督裡長大成熟，免蹈覆轍。
T-302

南 S2

神的計劃與徵兆

橙縣中華福音教會

方家毅 chaiifang@yahoo.com

你明白神永恆的計劃與徵兆嗎?人的計劃跟不上變化，想明白神的徵兆嗎?怎樣能及時改變計
劃，滿足神在你人生路上的心意( 路加福音三章 2~6 節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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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:30 PM-3:45 P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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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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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名稱

教會/機構

講員

課程簡介

Ethics 信仰與倫理
E-301

E-302

Conflict Resolution through
Pastor Eddie Sun
EFC-Alhambra
eddieisun@gmail.com
Mediation
This workshop trains church members to serve as third-party mediators to resolve
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onflicts within the church. We will do group exercises and
role playing.
※「好心做壞事？」— 從事社關及扶
鄺明遠、陸惠珠
中 202
羅省基督教會聯會
waichu.luk@feca.org
貧事工的再思
中 201

Church

檢視傳統教會對社關服務及扶貧工作的基本概念、原則和策略，以聖經教導為本，從
助人自助（empowerment）的態度出發，重新探討可行、有效而永續的社關及扶貧事
工方向。
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
M-301

東 E1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主日學師資的進深和配搭

張磊、蘇文隆牧師
zhanglei357357@gmail.com

作為一位主日學老師，應當如何在事奉中不斷成長，且與眾同工彼此配搭建立教會。
歡迎參加“主日學師資的進深和配搭”的探討。
M-302

東 E2

南灣台福

門訓為健康教會之靈魂

謝冠廷牧師
andrewkhsieh@gmail.com

教會牧養不能『速成』
，信徒靈命的成長更沒有所謂的『捷徑』
。唯有透過門徒訓練，
使信徒靈命成長，使教會恢復健康，以完成基督的大使命。
M-303

東 E3

向鄉親傳耶穌

好牧者台灣基督長老教會

蔡維仁牧師
alfie20465@hotmail.com

許多信徒有“傳福音恐懼症”，其實分享福音不是向人“推銷新產品”，而是提醒鄉
親“不要丟掉您的回程機票”。
M-304

M-305

劉筱文
liuchristina0310@gmail.com

東 E4

認識你生命的藍圖 - 選擇滿懷希望

北 N1

我們要接受神的大能，又要看見神所賜給我們的盼望和幫助。
恩韻音樂事工
吳恩斌 wufcsbin@msn.com
發聲技巧

新生命靈糧堂

學習善用氣息，掌握正確發聲技巧，練習意大利語的元音發音，使你的歌聲清晰乾淨，
優美動聽，講話宏亮明確，自然放鬆。
G-301

西 W5

從移民教會談英語事工

台福傳播中心主任

林信良 seanlin3388@gmail.com

英語事工在北美華人教會中常陷於衝突，無力感和不滿足。這專題希望能以移民教會為出發
和終結，甞試對這問題作反思、整理與建議。
P301
教牧
講座
Pastoral
Forum

中 200

教牧的心理健康與成長

正道福音神學院

林國亮牧師 klin@les.edu

健康教會的必備條件之一是健康的牧者。本專題淺介晚近牧者心理健康的研究與資源。

- 10 -

筆記頁…

請憑此券於 11/1~12/31 期間
至台福傳播中心書房
免費領取 ABC 2013 CD

- 11 -

筆記頁…

請憑此券於 11/1~12/31 期間
至台福傳播中心書房
免費領取 ABC 2013 CD

- 12 -

